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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西双
版纳有位乡村
医生， 人称赤
脚张大仙 ，有
一偏方治失眠
百试百灵 ，省
城很多人都慕
名去求药。

赤脚张大
仙原名张宁禄， 当年知青下乡到西双版
纳，由于生活的巨大变化，他患上了严重
失眠， 每晚翻来覆去最多能睡 2、3 个小
时，长期失眠，他变的消瘦，抑郁烦躁。 幸
好他家世代行医，他也略通医术，就开始
自行配药，经过几年专研，终得一奇方：采
当地野生灵芝，用鲜牛奶浸泡，阴干后与
天麻、松花粉同碾成末，每晚用温牛奶送
服，仅用 3 天，睡眠时间明显延长，连服一
个月，轻松入睡，一觉睡足 8 小时，头痛、
抑郁、记忆力减退等全部消失。 因此当地
人称他为张大仙。

为让更多患者受益， 赤脚张将此方

无偿捐献给
国家， 经相
关科研部门
研 究 证 实 ，
方中“牛奶
与 灵 芝 ” 能
生成一种多
肽 氨 基 酸 ，
能 濡 养 神

经，降低大脑皮层兴奋度，恢复神经自我
调节功能，从根本上解决失眠。

武汉名实生物科技在原方基础上优
化改良，并利用美国生物技术提纯，浓缩
药效，国家将其命名为“怡睡方”，同时获
得国家专利。 多数患者服用当日即可明显
感觉睡眠质量提高，2 疗程告别失眠，极少
反复。

患者可拨打 0731-82033236 咨询，或
到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幸鞋
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株
洲平和堂药号购买，各地市可免费送货上
门，货到付款。

赤脚医生偏方成专利

专治睡不着
30 年的老便秘，只需服用一粒就通便，而且不

腹泻、不腹痛，如今此药已经使数十万患者受益，
而这个药方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孝顺
博士为父治病的故事。

谈运良，上海中医药大学中西医博士，是有名
的孝子，曾经他的父亲患有严重便秘，平日腹胀难
忍，多方治疗也不见成效。谈博士有些汗颜，自己身
为医生连父亲的便秘都治不好。所以下定决心为父
亲一定要攻克便秘！ 他查遍古今研究发现，便秘是
由虚证引起：气虚则肠无力、蠕动慢；血虚则津液
少、无法润滑大肠。所以治疗便秘要以补养为主。常
规药物以导泻为主，越泻越虚，便秘就更加严重！

经多年研究谈博士创造性的选用三参（苦参
10 克玄参 7 克、西洋参 15 克），并以辅以芦荟 5
克、厚朴、枸杞各 10 克，蒸煮熬焙，每日一次。谈父

服用后，果然神奇，即没腹泻，
也没腹痛。 2 个月便秘康复，以
后一天一次香蕉便。 谈博士总
结此方可大补气血、协理阴阳，
给肠道直接补充营养， 当天即
可顺畅排便。如今谈父已 70 多
岁高龄身体健朗， 连感冒都不
容易得，精气神十足！谈父对其

说，别总想着治大病，治好便秘也是造福百姓！ 于
是，谈博士将该方报请国家批准生产，并利用美国
生物技术提纯浓缩，服用一粒即可松软排便，所以
被国家命名为“排毒一粒通”。

不腹泻、不腹痛，排香蕉便，无效退款！ 谈博
士不仅对父至孝，对患者也是高度负责，工作一
丝不苟， 成绩斐然， 故被国家授予五一劳动奖
章。 出于对患者负责，谈博士保证，绝大多数患
者仅需一粒，严重患者服用两粒，12 小时即可排
出香蕉便，2 个月绝大多数患者可停药，5 日内
无效可全额退款 ! 患者可拨打 0731-82083489
咨询。 据悉长沙市东塘养天和星城大药房（百幸
鞋城旁）、平和堂药号（五一店、东塘店）、株洲平
和堂药号已取得首批经营权。各地市可免费送货
上门，货到付款。

武汉一孝子为父创奇方

一粒通便秘

冯江宇 43012219770819652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贺喜珍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2302197401110044，声明作废。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 本公
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
权益，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以书面
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沈祖光 电话：13823676836
长沙市朗媒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公 告 长沙市岳麓区红金磊烟酒商行遗

失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
代码为：L341949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托，我所发布武陵国际大酒店
实物资产转让公告，本次转让的
资产为酒店用固定资产及部分
存货，挂牌价为人民币 47 万元。
详见： www.hnaee.com
陈先生 13907315318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11月 2日

张家界市武陵国际大酒
店部分实物资产转让

湘江世纪城湘江豪庭 7#4001
郁飞扬契税票号 0106267 遗
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根据公司股东决定，本公司
决定撤销注销。 原注销公告于
2011 年 7 月 18 日登于三湘都
市报,宣布无效。
联系人:李卫东 电话:13308415801

长沙泽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撤销注销公告

公 告
根据国家及学校有关规定，我校已
于 2011 年 10 月对钟刚、 黄迪皋、
邹志芳、尹莎、周晓军、王悦、周琳
等七名擅自离岗或逾期未归等情
况人员作自动离职处理，并解除劳
动人事关系，学校保留进一步追究
相应法律责任的权利。 特此公告。

湖南大学
2011年 11月 2日

温柔女娇娇 31岁， 高雅大方，体
贴有涵养，丰满迷人，经济优诚觅
一位异地健康品正有爱心的男
士，有缘助你发展 15279393135

本人征婚 18665380817�
善良女 38 岁经商有多处物业出
租,不幸丧偶深感孤单寻真心成家
稳重男有孩可 18665380817亲听

长沙市马王堆海树干酱批发部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核
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J55100019150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泓达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宋
文波）法人章各一枚，已启用
新印鉴，特此声明。

声 明

交友 声讯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激情交友应酬陪护 88914533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李庆香 430503197307211522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贺光娟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4194903130527，声明作废。

激情交友陪护应酬 82526566

长沙市天心区长顺发标准件经营
部遗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
号：4301027209301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海信讯隆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茜遗失毕业证，证号：
09107978，声明作废。

2011 年 9 月 27 日石长铁路望城
区高塘岭镇高冲路段发生一起铁
路交通事故，死者系老年女性，约
55 岁， 身穿棕色外衣黑裤子，黑
皮鞋。 如有知情者请与望城车站
联系。 联系电话：82624952

认尸启事

谌婕 430703198710170463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骆惠群 422225196103200028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于 2011年 10月 1日遗失）

《诚心求爱》 气佳女源源 29 岁高
雅大方有车有房，经济优，特寻健
康男给我一个完整的家， 有缘助
发展。 急盼来电：18296351360
真心成家男 47 岁丧偶独居体健
貌端重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贤
惠体贴女为妻，贫富不限，有孩视
亲生 13632822639本人亲谈

退伍军人男 49 岁丧偶为人随和有
修养，自营生意多年，诚觅善良孝顺
顾家女相伴一生， 其它不限， 有孩
视亲生 13760339265本人接

宁乡边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为：430124000002842（1-1）
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靓女 36经商富裕独住房车全不
谈婚姻只交友 15574846589

遗失启事
彭剑（430524198706187132）遗失
福田时代牌自卸汽车合格证一张，
合格证号：WAG152400222196 ，发
动机号：00760676，车架号为 LVA
V2PBB39N031760，特此声明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兴阳车务代理服务
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09 年 1 月 2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 ， 注册 号 ：
4301026001869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首市光彩出租车公司遗失以
下都邦财产保险公司保险单证,
声明作废。湘 UX1215商业险单
证号 1106010900365101
交强险单证号 1101801000512408
湘 UX1419商业险单证号 1106
011100236833 交强险单证号
1101801100435712
湘 UX1333 交 强 险 单 证 号
1101801000512490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恒隆防水材料商
行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分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
码：J55100063956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志飞遗失坐落于高桥五一村东进
小区 001 栋 102 房的权证号为
00162787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国银行信用卡刷卡抽奖活动（第二季）中奖名单已揭晓

下月还将免费送出10台IPAD
2011�年10�月20�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信用卡刷卡抽奖活动———“以一博十”（第
二季）抽奖仪式在湖南省委招待所隆重举
行。 又有10�名来自全省各地的中国银行信
用卡持卡人成为此次活动的幸运者，他们每
人将获赠iPAD2�平板电脑一台。此次抽奖结
果全部由电脑随机产生，为保证抽奖公平公
正，长沙市公证处为抽奖进行现场公证（【公
证书号：（2011）湘长证民字第6292号】）。

“以一博十” 是中国银行银行卡部在全
省组织开展的信用卡刷卡抽奖活动。 活动
时间从2011�年4�月1�日至12�月18�日，全年
共设3�次抽奖季，每季设获奖人10�名，每人
赠送iPAD2�平板电脑一台。活动期间，凡刷
卡消费单笔满398�元的持卡人即有机会获
得价值约十倍的iPAD。 每刷卡一次满398�
元， 即获一次抽奖机会， 刷卡越多机会越
多！ 活动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持卡人的热烈
参与，2011年7月19日，中行已经进行了“以
一博十”（第一季）的现场抽奖仪式，抽出的
10名中行信用卡持卡人也已经在 7月28日
三湘都市报进行了公示。目前“以一博十”
第三季（10�月1�日至12�月18�日）活动已全
面启动，心动不如行动，都有20名幸运者免
费拿到iPAD2了，您还HOLD得住吗？

■梁兴

1、领奖请咨询95566、0731-82263523；
2、若中奖人办卡时所留联系方式有误或

已变更导致中行无法联系到中奖人， 请中奖
人见到公示后主动联系中行， 中行将保留其
中奖资格至2011�年12�月31日。在此期间，中
奖者若不主动联系中行并提供有效联系方
式，视为自动放弃中奖资格。 以上名单由长沙市公证处公证

本报讯 日前，国寿小画家巡回演讲长沙
站活动举行，全省200多名少年儿童及家长参
加了讲座。此前，该巡讲活动曾在常德等地举
行。

据悉， 小画家巡回演讲活动是中国人寿
2011年“牵手国寿 绿动中国”少年儿童绘画
作品展的一个环节。“少年儿童绘画作品展”
是由中国人寿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艺术委员会
在全国范围内联合举办的， 主要面向社会
6-14周岁的少年儿童，征集“低碳 环保”为主
题的拼贴画和其他绘画作品， 旨在倡导“低
碳、环保、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推动少儿
绘画艺术的发展。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念涵 段李海 钟俏

国寿小画家
巡回演讲活动在湘举行

本报11月1日讯 记者今日从湖南省国税
局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全省国税系统各项
收入908.57亿元，同比增长28.59%。

在坚持依法组织收入的同时，国税系统积
极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和税收调控措施，对
符合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进行提醒，严格
审核。 今年前三季度， 共计减免抵退税113亿
元，其中，落实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就业再
就业和企业所得税优惠等政策， 减免税收
35.57亿元。 ■通讯员 彭爱民 余锦钟

见习记者 雷昕

前三季度
我省国税收入突破900亿

领奖注意事项：

10月20日，中行湖南省分行“以一博十”抽奖现场。


